
大齋節第二週 
 

平安：邁向應許平安之路 
 

 Catherine Gordon 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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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耶穌應許我們平安，但不是照世界所定義的

平安。平安不是沒有麻煩或衝突，而是確定

在人生的暴風雨當中，我們有一位救主可以

平息風浪。你還記得在人生當中，什麼時候

你的海上風浪得到平息嗎？身處麻煩當中，

知道你能獲得安全與保護的感覺如何？在你

目前的家庭、社區、教會或國家當中，何處

需要這份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 

添加你的平安禱告 “樹” 

在上週，Jimmy R. Hawkins 牧師為世界許多地區

的平安禱告。請將 Hawkins 所分享的 “平安”的

各種語言寫在布條上，添加到你的平安“樹” (或

樓梯欄杆或籬笆)。每寫出一個平安，就閉上眼

睛，握著布條，祈禱該地區的人能感受到上帝

的平安。大齋節第一週的靈修指引提到的平安

語言包括：shalom (希伯來語)，salam (阿拉伯

語)，dohiyi (Cherokee 族語)，paz (西班牙語)，

udo (奈及利亞 Igbo 語)，wolakota (Lakota 族

語)，pyonghwa (韓語)，nye (剛果 Ntomba 語)。

現在想想那些在你身邊，但是在這個大齋節感

到不安或害怕的人。寫下他們的名字，祈禱他

們也能沐浴在平安裡。 

 



大齋節第二主日，2 月 28 日 

平安出現在最不可思議之處 

 

在伯利恆郊外，有些牧羊人夜間露宿，輪流看守羊群。

主的天使向他們顯現；主的榮光四面照射他們，他們就

非常驚惶。可是天使對他們說：「不要害怕！我有好消

息告訴你們；這消息要帶給萬民極大的喜樂。今天，在

大衛的城裏，你們的拯救者─主基督已經誕生了！ 

—路加福音 2:8-11 
 
最後，魔鬼帶耶穌上了一座很高的山，把世上萬國和它

們的榮華都給他看。魔鬼說：「如果你跪下來拜我，我

就把這一切都給你。」耶穌回答：「撒但，走開！聖經

說：『要拜主─你的上帝，惟獨敬奉他。』」於是，魔

鬼離開了耶穌，天使就前來伺候他。—馬太福音 4:8-11 

 
 

世人迫切需要平安。我們四處尋求平安，可是上帝

卻在最不可思議之處宣示平安。上帝的平安，在銅

管樂隊或交響曲中聽不到，在閲兵典禮、股票交易

市場、美式足球超級杯決賽中看不到，反而出現在

一座寒冷的山頂上牧羊人的寂靜中，正如幾個月前

我們在路加的耶穌降生故事中聽到的一般。然後今

天我們所讀的大齋節經文提醒我們，當我們在曠野

受苦、最需要平安的時候，平安就降臨了。我們並

不孤單。醫治的平安出現，正如它出現在耶穌受試

探、受考驗、但最終得勝以後，天使來伺候祂的時

候。 

 

我的一位朋友描述參觀某個中東難民營的情形；該

處充滿拼命尋找食物的難民，因為飢荒肆虐他們的

國家。可是在那些人—特別是嬰兒和兒童—當中，

聽不到哭聲，只有飢餓的寂靜。或許當我們在尋求

平安時，也應該試著讓自己專注於寂靜。戰爭的喧

嚷、街頭政治示威的喧嚷、羣眾動員的喧嚷，會讓

我們很難注意周遭的深切需要。我們應當注意發不

出聲音的受苦，聆聽天使告訴我們，世界有甚麼地

方需要上帝的平安。 

 
 

 

主上帝，在這個大齋節期間，幫助我們聆聽在祢所
愛的兒女當中宣揚的平安。奉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星期一，3 月 1 日 

不要害怕 

 

你們若愛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我要祈求父親，他就

賜給你們另一位慰助者，永遠與你們同在。我留下平安

給你們，我把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給你們的，跟世

人所給的不同。你們心裏不要愁煩，也不要害怕。 

—約翰福音 14:15-16, 27 

 
 

世界似乎已經偏離正軌了，無處不充滿憤怒、仇恨、

食安問題、戰爭、病毒、腐敗和暴力。看來我們所

擁有的只剩懼怕本身。如果我們在世上只擁有懼怕，

那麼我們該做什麼來克服那個懼怕呢？耶穌在約翰

福音的說法很簡單：我們所渴望的，我們所需要堅

持的，賦予我們生命意義的，就是讓我們整個生活

充滿上帝通過聖靈賜給我們的平安。如果我們的生

命被聖靈充滿，一切懼怕的產物— 憂愁、焦慮、

失眠— 以及懼怕本身，都不會有影響力。Walker 

Percy 在他的著作《迷失在宇宙中》(Lost in the 

Cosmos) 中建議，我們應該將世界上正在發生的邪

惡視為一齣〈我愛露西〉的喜劇，沒有任何影響力

和意義。真正有意義的是一種生命，它主張讓我們

充滿聖靈的智慧和力量。唯有依靠上帝的力量，才

能贏得與恐懼的爭戰。我們沒有必要害怕，因為上

帝將擊敗邪惡。 

 
 

 

主上帝，在這個大齋節期間，讓我們竭力使自己
充滿聖靈的力量，來讓我們得著不怕邪惡的平安。
奉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星期二，3 月 2 日 

更親近上帝 

 

既然這一切要這樣地毀滅，你們應該作哪一種人呢？

你們應該過著聖潔、虔誠的生活，等候上帝的日子，

竭力加速它的臨到。在那日，諸天要被燒毀，天體在

烈燄中鎔化。但是，我們在等候上帝所應許的新天新

地；在那裏，正義常住。所以，親愛的朋友們，既然

你們等候著那日子，就應該在上帝面前竭力追求聖潔，

過無可指責的生活，跟他和好。—彼得後書 3:11-14 

 

所有的正信宗教— 基督教、伊斯蘭教、猶太教或

佛教等等— 都使用“平安”的問候語。彼得建議，

當我們處在主再來之前的暴力和毀滅期間，要彼

此和睦相處，將罪交給上帝去對付。可是人如何

在平安中等候呢？有趣的是，在伊斯蘭教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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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對付撒但的方法不是戰鬥或暴力，而是尋求上

帝，而且不讓與撒但的爭鬥攪亂我們尋求上帝。

長老會信徒的歸正宗信仰深知，捍衛良善的爭戰，

其實就是如何更忠心地親近上帝。我們不能擊敗

邪惡— 只有上帝才能。我們要尋求上帝，並且了

解聖子在十字架上的寶貴奮鬥。 
 

 

主上帝，在這個大齋節期間，幫助我們專注於祢的
愛子在十字架上的奮鬥與得勝所展示给我們的愛。
奉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星期三，3月 3日 
權力不會帶來平安 
 
因為哈娜默默地祈禱，只動嘴唇，沒有出聲，以利以

為她喝醉了酒，就對她說：「你還醉得不夠嗎？別再

醉酒了！」哈娜說：「不是的，先生，我根本沒喝酒；

我心裏愁苦，正在向上主傾吐我的苦情。別以為我是

不規矩的女人；我一直在禱告，因為我極度的悲傷痛

苦。」以利說：「你安心回去吧。願以色列的上帝照

你所求的賜給你！」—撒母耳記上 1:13-17 

 

以利是示羅的大祭司—  這是有權的職位，享有文

化賦予的權力或宗教提供的掌控，往往帶來與人性

脫節的風險，所以這個有權的男人只看到眼前一個

醉酒的女人。問題是這個女人正在與生活和上帝奮

鬥，她在神職人員面前為自己辯護，致使他收起自

大與有權的心態，履行他的祭司職務，並將上帝的

平安賜給這個女人。這個女人哈娜，就是膏抹大衛

王的撒母耳的母親。 

 
某位牧師有個糟糕的一天，因此當所有的同工都下

班了，他也急著回家，去享受一頓寧靜的晚餐並與

家人輕鬆一下。正當他經過教堂大門時，發現有一

個人在門口。「看來這又是一個街頭醉漢，」他心

想，「我現在不想煩這種事。」他不理他且避免用

正眼瞧他。然而牧師內心感到自責，最終還是回頭

為他開門。在門口這人問道：「54 號公車站牌在

轉角嗎？」原來他只是一個求助的平常人，基督也

為他而死。而這位牧師又何嘗不是這樣的人？幸好

牧師回應了呼召，將上帝的平安與愛分享給這位站

在他前詢問公車路缐的人。並非人人都能成為參與

大事的人，但是人人都是上帝的兒女，能孕育平安，

讓我們每一個人都能享有它。 

 
 

主上帝，在這個大齋節期間，幫助我們看穿自己的
權力與自大，看清楚我們可以和相遇的人分享的平
安。我們都是上帝的兒女，基督也為我們死在十字
架上。奉基督的名求禱告，阿們。 

 
 
 

星期四，3月 4日 
宣揚平安多麼佳美 
 

那爬山越嶺而來的使者，他的腳蹤多麼佳美！他奔跑

來報好消息—是和平的好消息；是得勝的好消息。他

對錫安說：你的上帝掌權了！—以賽亞書 52:7 

 
 

因為疫情，當聯合包裹服務 (UPS) 和亞瑪遜 

(Amazon) 閃亮的貨車將我們期盼從網路商店購

買的東西送達時，它們真可稱得上是「佳美」。

它們將我們所需要和所想要的東西帶來。那些貨

車多麼佳美！ 

 

可是照這樣看，我們帶給這個世界、關於和平的君

王耶穌的信息，又該更是何等佳美呢。我們所能分

享、天使在耶穌降生時所唱的地上的和平，又該更

是何等佳美呢。知道我們的上帝掌權並且宣揚它，

又該更是何等佳美呢。 

 

可是大齋節不就是面對一個事實— 這種「佳美」

最終完結於耶穌被不認、嘲笑、鞭打，完結於耶穌

被公會、比拉多、希律羞辱審問，以及完結於耶穌

被釘十字架、死、埋葬 —的時間嗎？上帝怎麼可

能救贖回這種黑暗呢？可是上帝辦到了。也因為如

此，我們得享平安。我們能宣揚那種平安。 

 

 
 

主上帝！在這個大齋節期間，幫助我們在認罪與
悔改的禱告當中找到我們的平安，並且分享給一
切尋找這份平安的人。奉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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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3月 5日 
興盛 (Flourishing) 
 

圖謀惡事的，心存詭詐；促進和平的，充滿喜樂。 

—箴言 12:20 

 

喜樂 (Joy) 在蘇格蘭母語中，似乎有特別的含義。

當一個人從求職面試出來時，朋友會問他：「你有

喜樂嗎？」它有興盛 (flourishing) 之意。它有一種

幾乎屬靈的含義。當你有喜樂，你就興盛。 

 
但是人不能在圖謀惡事的同時得到興盛。換言之，

終日圖謀且行詭詐之事的人，心中沒有平安。我

得大膽舉出，像是在教會停車場召開牧師不在場

的會議、在電話搬弄是非、或在社交媒體散播仇

恨言論這些例子，就是這些事情在毀壞社區和基

督的身體。 
 

我們在教會中致力平安。我們渴望喜樂。然而，

在我們心中總是有些詭詐的風險，將喜樂排擠出

去，阻止我們興盛，剝奪我們的平安。佔據我們

所想、所說、所做的每一件事的核心的，應該是

主耶穌的平安。 

 
 

主上帝，在這個大齋節期間，確保我們一切的思
想、禱告、行動都是出於平安，而非個人的詭詐。
奉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星期六，3月 6日 

平安是上帝賞賜的禮物 
 
他叫那地方做伯特利 (「伯特利」意思是「上帝的

家」。)  (這鎮從前叫路斯)。於是他向上帝許願說：

「如果你與我同在，在旅途中保護我，賜給我吃的穿

的，讓我平安回到故鄉，你就是我的上帝。 

—創世紀 28:19-21 

 

雅各和上帝摔跤時，上帝傷了他的大腿，讓他餘

生成了瘸子。在上面這段經文中，雅各用來當枕

頭的石頭，是上帝愛的同在的象徵。雖然令人難

以置信，但是瘸了的大腿和冷硬的石頭是上帝平

安的禮物。 

  
在這個我們與大瘟疫對抗，想確定每個人都能得

到照顧和疫苗的時代，看上去這不像是我們會選

擇的平安。可是上帝給我們的常常不是我們想要

的，或是我們認為該有的生活。但這並不表示上

帝仍未賜給我們平安。 
 

〈齊瓦哥醫生〉的電影裡有一幕，是一對猶太老

夫婦擠在一部牛車裡，要前往西伯利亞冰天雪地

的強制勞工營。他們緊緊抱在一起取暖，身邊都

是已死或快死的人。當夜幕低垂，他們甜蜜地相

吻。除了彼此的相愛和確定的死亡之外，他們別

無所有，但是他們找到慰藉。他們的吻雖不能救

他們，但這已經足夠。他們在彼此和上帝的同在

中找到平安。那份平安的臨在，足以支撐他們走

過一段非常艱難的旅程。 

 
 
 
主上帝，在這個大齋節期間，幫助我們接受祢的
神聖的愛的禮物是你所給的— 照祢所給的樣子—

不是我們所求的。開我們眼睛去看清這一點。願
我們今日感受到祢的同在的平安。 
奉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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